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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十
四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 120 个左右国家物
流枢纽建设”的决策部署，11 月 18 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印发 《关于做好 2022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工作的通知》，将天津商贸服务型等 25 个国家
物流枢纽纳入 2022 年度建设名单。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目的是系统整合存量物
流基础设施， 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
依托枢纽打造跨区域的物流通道，完善区域内集
疏运体系，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
运行体系，发挥枢纽资源集聚和区域辐射作用。

此次发布的 25 个国家物流枢纽具有三方面
显著特征：一是枢纽协同能力增强。 有关地方按
照枢纽互联成网要求，积极推进城市群物流一体
化协同发展，推动枢纽设施共建共享共用，完善
物流通道网络和供应链分工体系，培育有机协同

的物流产业集群。
二是多式联运功能突出。所有枢纽均具备较

强的多式联运综合服务能力，除空港型枢纽外其
他枢纽均具有铁路专用线或具备铁路运输能力。

三是产业联动更加紧密。生产服务型、商贸服
务型枢纽共 12 个，占比接近一半。 相关枢纽与周
边生产制造、商贸等产业高效协调、联动发展，协
同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与产业组织体系建设。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物流基
础设施网络建设的决策部署，2018 年 12 月，经
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印发《国家物
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 在 127 个城市布局建
设 212 个国家物流枢纽。 2019 年以来，国家发展
改革委已牵头发布四批年度建设名单， 共包括
95 个国家物流枢纽，覆盖 30 个省（区、市）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水运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25个
2022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11 月 21 日， 长江口二号古船在长江口横沙
水域成功实施整体打捞。 这是我国水下考古发现
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
木质帆船，对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打捞作业由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负
责，采用了世界首创的弧形梁打捞技术，通过 22
根巨型弧形梁组成的长 48 米、宽 19 米、高 9 米
的“考古沉箱”，将包括古船船身、海水和淤泥在
内的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遗址整体打捞出水，重
量达到 8800 余吨。

当日凌晨 40 分，经过近 4 个多小时水下持续
提升后，长江口二号古船桅杆在打捞工程船“奋力
轮”中部月池率先露出水面。 在未来几天，长江口
二号古船将随着“奋力轮”进入杨浦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坞，开启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新阶段。
据了解，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代贸易商

船，船长约 38.1 米、宽约 9.9 米，已探明有 31 个
舱室。舱内均发现有码放整齐的景德镇窑瓷器等
精美文物， 已经出水完整或可修复的文物种类
多、数量大。 另外，在船体及周围还出水了紫砂
器、越南产水烟罐、木质水桶残件、桅杆、大型船
材、铁锚、棕缆绳、滑轮以及建筑材料等大量文
物。在后续调查中，还发现了元代瓷器和高 60 厘
米完整的豆青釉青花大瓶等大型整器，以及一批
产自江苏宜兴窑陶瓷器。其船体的完整性和丰富
的船载文物，对我国乃至世界的造船史、航运史、
陶瓷史、经济史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水运网）

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整体打捞出水

近日，广东省湛江市住建局印发《湛江市中
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专项规划》（以下简称 《规
划》），明确将邮政快递综合服务点、智能信包箱
等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改造范畴。

《规划》明确，要落实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标
准，建设邮件快件寄递服务设施。 建设多组智能
信包箱、智能快递箱，提供邮件快件收寄、投递服
务，格口数量为社区日均投递量的 1-1.3 倍。 新
建居住社区应建设使用面积不小于 15 平方米的

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城镇老旧小区等受场
地条件约束的既有居住社区，因地制宜建设邮政
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

湛江市邮政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
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认真做好智能快件箱、智能
信包箱、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推广建设工
作， 进一步提升邮政快递末端投递服务能力，满
足人民群众用邮需要。

（广东邮管局）

湛江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专项规划出台

支持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

近日，淮安航务中心淮阴船闸光伏发电扩容
工程经国家电网检测合格，顺利投入运行并网发
电。 据悉，该光伏发电扩容项目由江苏省发改委
批复备案，是国内首例利用内河航道护岸建设的
光伏电站。 电站利用航道护岸边坡约 800 平方
米，在淮阴船闸原有 60kW 屋面光伏电站的基础
上进行扩容，新增发电扩容 150kW，使光伏总发
电容量达到 210KW， 占淮阴船闸供电总容量的
70%，大大提高了清洁能源在淮阴船闸用电结构
中的占比。

该项目是淮安航务中心为贯彻国家发展节
约型社会的要求和《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
划 》、 《江苏省交通运输碳减排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的交通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低
碳船闸的建设而组织实施的。项目以改善船闸能
源消费结构和能源生产方式，降低船闸生产用电
能耗，实现部分绿电自给为引领，达到“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的目标。根据投产后的光伏运行数
据测算 ， 预计扩容后的年均发电量为 19.8 万
kWh。 按照国际标准的 1 度电等于 0.785kg 碳排
放量计算，折合标煤 58.78 吨，相当于全年折合
减少碳排放量 155.43 吨，节能减少排效果显著，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低碳运行。项目的实施为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和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建设项
目中生态船闸、绿色船闸和低碳船闸建设提供了
重要前瞻性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水运网）

淮安航务中心淮阴船闸内河航道

护岸光伏电站顺利投入运行

近日，上海市邮政管理局深入圆
通、中通、极兔等企业营业网点，开展
快递业务旺季检查，慰问基层一线从
业人员。

上海局现场察看了各企业旺季
服务保障情况，认真听取了企业工作
汇报， 详细了解企业旺季服务保障、
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情况。同时，慰
问坚守岗位的从业人员， 送上面包、
饮料等慰问品，叮嘱企业做好旺季服
务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切实落实主
体责任。

上海局要求，一是要从严从细从
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寄递人员
“白名单”管理，落实“人、物、环境”同
防各项措施。二是要压紧压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 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坚持保安
全、保秩序与促发展、惠民生相统一，
严格落实寄递安全“三项制度”，守牢
守稳安全生产底线。三是要多举措关
心关爱一线快递员，保障基层网络稳
定和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

（上海邮管局）

上海开展快递业务旺季检查

慰问一线从业人员

近日，重庆市城开高速公路城口
县城至鸡鸣互通段正在进行标识标
线施工。 目前，全线路面铺设及附属
设施施工正有序展开，预计今年年底
实现通车，将比原计划提前近一年结
束城口县城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城开高速公路是重庆目前在建
单条长度最长、工程量最大、建设难
度最大的高速公路，全长约 128.5 公

里，桥隧比达 77%。
目前，城开高速公路建设加大马

力，通过增加施工人员、设备，调整施
工工序和工艺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力
争早日通车。城开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后，对拉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促进
产业经济升级、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
兴、完善重庆骨架公路网布局等有着
重要意义。 （《中国交通报》）

近日，卡塔尔邮政发行“卡塔尔
2022 年世界杯”系列之《卡塔尔国家
足球队战绩》异形纪念小型张 1 套 1
枚，内含邮票 4 枚，图案分别为卡塔
尔国家足球队队员于 1981 年、1992
年、2006 年及 2019 年在球场上的合
影，该国球队在这 4 年分别夺得第 3
届世青赛亚军、第 11 届海湾杯冠军、
第 15 届亚运会冠军及第 17 届亚洲
杯冠军，边纸印有本届世界杯与特许
产品的徽志，并加贴激光防伪标。

此前，卡塔尔邮政于 9 月 8 日以

小版张的形式发行同系列之《卡塔尔
2022 世界杯参赛球队》 纪念邮票 1
套 32 枚， 邮票图案为含有参赛球队
所属国家或地区的旗帜、足球、文字
与花纹等元素的几何图形，其中旗帜
元素位于有一个圆角的方形中 ，32
支参赛球队中有 8 支球队所属国家
的国旗元素未使用， 代之以几何图
案；小版张 1 套 4 枚，各内含 2 组参
赛球队邮票 8 枚，边纸均印有本届世
界杯与特许产品的徽志，并加贴激光
防伪标。 （《中国集邮报》）

卡塔尔邮政发行异形纪念小型张

“特殊时期，在这还能吃上热乎
的盒饭，真是太好了！”在陕西汉中北
服务区，货车司机张师傅正在扫码购
买一份 2 荤 2 素的盒饭，色泽诱人的
狮子头 、红烧肉 、鱼香茄子 、手撕包
菜，还有管饱的大米饭。“这么多肉菜
25 元一份饭还管够， 想不到在服务
区能吃到这么实惠的快餐， 真不错！
我得多买一份路上带着吃。 ”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根据各地疫
情防控政策，大部分省份高速公路服
务区停止了堂食服务、关停了部分业
态。如何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吃到一
口热饭热菜，成了货车司机普遍关心

的“难事”。
陕西交控集团服务管理集团积

极顺应司乘需求，在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政策的同时，加快在所辖高速公路
服务区推广设置应急便民点和暖心
快餐服务点， 目前， 已在汉中北、华
山、三原、定边南、蓝田东、韩城等服
务区推广“无接触扫码支付”方式，提
供平价暖心快餐服务， 并配备保温
箱、免洗手消毒液等，确保安心用餐、
安全防控，竭力为驾乘人员出行保驾
护航，让承担基本民生物资运输的货
车司机感受陕西交控人的关爱和温
暖。 （《中国交通报》）

陕西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暖心饭”


